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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袁镇区经济发展提速提质

编制镇村总体规划遥坚持野以产兴城尧以城促产尧城
乡统筹冶 发展原则袁 重新编制临海镇尧 高纺区 2014-
2030 年总体规划袁顺利通过国家级生态镇验收袁再次被
评为野全国重点镇冶袁获评野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冶遥 编制
园区产业发展规划和总体发展规划袁 打造以纺织尧染
整尧 服装加工尧 家用纺织品为主导的高端纺织产业体
系袁构建从高端纺织生产尧研发设计到商贸物流尧电子
商务的完整染整纺织产业链袁建设中国东部沿海尧长三
角北翼最具竞争力的生态纺织基地遥 促进工业向园区
集中尧人口向镇区集中尧居住向社区集中袁加快城镇居
住小区和农村新型社区建设袁 强化镇区居住功能和服
务功能遥

重视野一镇一园冶规划遥 黄海花鸡产业园发展规划
已完成专家评审袁 和盛集团投资新建和盈畜禽养殖项
目尧八大家长旺养鸡场项目遥

提升集中居住规划遥规划建设东兴尧金海尧双洋尧渠
西四个新型农村社区袁 新建房屋 706 户袁 已建成 361
户曰加强已建集中居住点道路尧绿化尧亮化尧给排水尧污
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袁 累计拆除农村危旧房 2714
户袁对四类对象户危房改造 1559 户遥

凝心聚力袁深度挖掘发展动能

招商引资实绩显著遥 组织专题招商推介活动 6 场
次袁外出拜访客商近 300 批次袁接待来访客商 260 多批
次袁收集有价值招商信息 52 个袁与广州致景信息科技
公司签订首期投资 50 亿元智慧园区框架协议遥 正式签
约投资 10 亿元的荣鸿纺织尧2 亿元的裕丰源纺织等项
目 34 个袁 其中亿元项目以上 27 个尧 亿元以下项目 7
个遥 服务在建尧拟建项目 25 家袁为达产企业办理尧协调
各类手续 46 项袁保证投资 3 亿元的杜倍纺织等项目 16
个顺利建设袁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10 个袁新竣工投资 5
亿元的凯基纺织等项目 14 个袁 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9
个遥

服务效能不断提升遥 全面落实市惠企政策 20 条袁
帮助企业招工近 1000 人次袁协调贷款 1.8 亿元遥实施技
改扩能项目 16 个袁累计设备投入 7600 万元袁企业技改
面 55%袁盘活闲置厂房 1.3 万平方米袁实现规上工业企
业研发费用投入直报率达 82.61%袁2 家企业成功获批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袁3 家企业认定科技型中小企业备
案袁5 家企业申报省民营科技企业遥 全口径开票销售尧
规上工业开票销售尧规上应税开票尧外资外贸等指标超
额完成全年任务袁新增 10 家定报企业遥

高纺区、临海镇干群热烈祝贺县人大十五届
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胜利召开

2020年袁我们紧扣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
标袁 突出高质量发展总导向袁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袁按照省尧市尧县委部署袁坚定新发展理念袁突出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袁践行野两海两绿冶路径袁落实野两聚
两善冶要求袁坚定不移推进野六提工程冶袁坚决打赢三大
攻坚战袁全面做好野六稳冶工作袁强力谋求产业集聚尧企
业培强尧镇村建设尧创业富民尧民生提质尧党建引领野六
大突破冶袁努力建设实力临海尧活力临海尧魅力临海尧幸
福临海遥

载体建设日益配套遥新征工业用地 750 亩袁沙印
路尧彩虹路主干道沥青提升工程全部提升到位袁双悦
路南延尧锦绣路西延尧沙印路打通等道路建设工程完
成积土袁同步实施道路绿化工程遥高标准建设老化工
区三横一纵道路两侧绿化带遥完成 2伊75 吨锅炉超低
排放改造袁 储备量 54 万立方米的 LNG 气站投入使
用袁1.8 万吨污水处理厂污水池竣工袁 配套设施基本
完成袁正在进行设备安装遥 新建 5 座节制闸尧2 座地
龙袁园区企业进尧排水全部分流遥沙印 35 千伏电力线
路移位完成袁康平纳尧题桥 110 千伏电力线路即将完
成遥为新入驻企业建设蒸汽管道尧排污管道尧箱涵尧道
路等配套设施遥

统筹推进袁集镇建设不断提升形象

重点业态凸现品质遥积极推进集镇北延尧园区南
扩袁完成派出所尧交警中队搬迁工程遥 纺织品交易市
场装修工程完成初步方案袁 积极推进锦绣嘉园等集
镇闲置资源盘活袁 完成锦绣嘉苑小区楼盘公开销售
前期工作遥

公共设施凸现优质遥 完成八大社区和农贸市场
下水道改造曰维修桥南街尧桥北街尧中心街和陈李线
路灯 65 盏曰提升省道 226 和兴盛街亮化工程曰完成
兴盛街雨水管道改造设计袁疏通步行街尧联合街尧兴
盛街污水管道遥 完成休闲广场绿化尧足球场建设遥

执法检查凸现本质遥 拆除六淮街 15 户违建袁关
停和拆除子高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遥 组织建筑安全
生产检查 12 次袁与县应急局尧住建局尧安监站以及县
燃气管理所联合检查 14 次曰与县城建监察大队联合
执法 19 次袁发停业整改通知书 26 份袁查处违章搭建
98 起遥

紧扣富民袁乡村振兴战略步履坚实

现代农业加速发展遥 继续推进同胜居省级万亩
玉米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袁 提升粮食高产创建示范
片建设袁扩建面积超 4000 亩袁六垛居委会获批省级
生态循环农业试点村袁 新发展稻田综合种养面积
1700 亩袁推广优质水稻品种 17000 亩袁帮助和丰食品
公司申报绿色食品认证遥 流转土地 1100 亩袁新上牧
原智慧养殖尧博鸿牧业 2 个万头生猪养殖项目遥

野三资冶管理纵深推进遥 按照野农经审计+村渊居冤
记账+农经复核冶的模式袁确保账目真实性尧准确性尧
及时性遥 推行野阳光财务冶袁坚持野四务冶公开制度遥 大
力推行村渊居冤村务尧财务野四议两公开冶制度尧野三重
一大备案冶制度袁常态化运行村级小微权力智慧监管
平台遥定期对村渊居冤账务进行野回头看冶袁让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遥

脱贫攻坚成效卓著遥 市县脱贫攻坚野过筛式冶回
头看专项核査反馈问题全部整改遥 八大家养鸡场项

目带动低收入农户就业袁兴圩尧新东尧华兴标准厂
房项目竣工交付曰 新争取新东村 150 万元购置门
面房尧渠西村 450 万元建设标准厂房等扶贫项目遥
新增家庭农场 24 家尧农民专业合作社 6 家遥 全面
落实野两不愁三保障冶袁救助 78 户 153 人 20 余万
元遥

人居环境提档升级遥 着力实施环卫野1234冶工
程袁 编制垃圾分类尧 建筑垃圾和餐余垃圾处置规
划袁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达 100%遥 全面启动人居
环境示范村创建袁完成项目提升 1890 个遥 大力开
展河沟野三乱冶专项整治袁野一河一策冶打造生态河
道袁拆除五岸干渠两侧违章建筑 9 个遥秸秆禁烧继
续保持野零冶着火点和野零冶抛河袁完成 G228 国道
沿线防护造林工程袁栽植成片林 1450 亩袁农田林
网 10000 亩袁四旁植树 10 万株袁盐店村创成市级
森林村庄遥

多措并举袁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优化

民生保障落到实处遥 农房拆除任务 1298 户袁
改善四类人群房屋 1450 户袁 新建房屋 116 户袁进
城入镇 80 户袁入镇 35 户遥 重点推进四个居住点建
设袁规划新建 226 户遥 为重点人群免费体检 5000
多人次袁托底救助 2000 多人次袁累计发放托底救
助金近 150 万元尧农村低保金 500 多万元遥 完成敬
老院生活设施改善工作袁 帮助符合条件的退役军
人申报各类优抚补助遥大力推进野五项行动冶袁加强
野四好农村路冶管理袁实施交通路绿化提升工程袁积
极向上争取农路桥梁建设计划遥 临海初中中考实
绩继续处于全县同类学校首位袁 中心卫生院通过
国家二级综合医院评审袁 完成淮海农场医院移交
手续遥 渠西幼儿园顺利运行袁实施临海初中尧苇荡
幼儿园等学校道路绿化环境提升工程袁 社区教育
中心进入装修阶段遥 区域供水完成集镇 1000 多户
水表更换袁投资 9000 万元建设的暖阳养老服务中
心即将投入运行遥

基层治理可圈可点遥 积极开展 野无访无诉镇
村冶创建和野周周清冶活动袁化解一大批信访积案袁
阳光平台录入信访件 30 件袁群众满意率达 100%遥
网格化平台受理事件 84378 条袁 办结率 100%袁化
解率达到 95%以上遥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新设立快
板工作室和名嘴工作室袁 新增全民阅读点和道德
讲堂袁培植挂牌文明实践中心户 492 户遥

安全环保平稳可控遥检查安全生产 233 批次袁
拆除 10 家企业占用消防通道违建厂棚袁排查问题
和隐患 752 条袁限期整改 750 条袁整改率 99.7%袁11
家未及时整改隐患企业被行政处罚遥 建设燃气实
时监测预警云平台系统袁为 165 家企业尧饭店和五
保户提供预测预警遥开工建设镇区一级消防站袁推
进企业微型消防站和村居义务消防队建设袁 组建
镇区专职消防队伍遥 实施交通波形护栏 10 公里尧
警示桩 2200 余根尧标志牌 820 余块遥 每周拉网式
排查企业环保问题袁共处罚 8 家袁下发整改通知书
22 家袁其中停产整改 3 家遥

纺织品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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